
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運動會武術技術手冊 

壹、武術運動組織 

一、國際武術聯合會（IWUF） 

主  席：Yu Zaiqing 

秘書長：Liu Beijian 

會  址：G03, No.15, Baiqiao Street, Dongcheng District, Beijing 100062, China. 
電  話：+86-10-5962-0789 

傳  真：+86-10-5962-0989 

 E-mail：iwuf@iwuf.org 

二、亞洲武術聯合會（WFA） 

主  席：霍震寰 

秘書長：陳永傑 

電  話：+853 2878 9106 

傳  真：+853 2878 9102 

會  址：澳門冼星海大馬路 105號金龍中心 7樓 JKL座 

三、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(KWFROC)  

理事長：楊美蓉  

電  話：(02)8771-1432  

傳  真：(02)2731-0023  

會  址：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號 7樓 706室 

網  址：www.kwfroc.org.tw  

E-mail：kfroc@hotmail.com  

貳、競賽資訊  

一、大會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年 10月 21日(星期六)至 26日(星期四)。 

二、比賽日程：中華民國 106年 10月 22日(星期日)至 25日(星期三)，共計 4 日。 

三、比賽場地：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體育館（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四段 360號）。 

四、比賽項目  

【男子】  

（一）套路  

1、 長拳。  

2、 南拳/南棍全能。  

3、 太極拳/太極劍全能。  

4、 刀術/棍術全能。  

（二）散手：（男子）  

1、 56 公斤級：56 公斤以下（含 56.00 公斤） 

2、 60 公斤級：60 公斤以下（56.01 公斤至 60.00 公斤）  

3、 65 公斤級：65 公斤以下（60.01 公斤至 65.00 公斤）  

4、 70 公斤級：70 公斤以下（65.01 公斤至 70.00 公斤）  

5、 75 公斤級：75 公斤以下（70.01 公斤至 75.00 公斤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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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女子】  

（一）套路  

1、 長拳。 

2、 南拳／南刀全能。 

3、 太極拳／太極劍全能。 

4、 劍術／槍術全能。 

（二）散手：（女子）  

1、 52 公斤級：52 公斤以下（含 52.00 公斤） 

2、 60 公斤級：60 公斤以下（52.01 公斤至 60.00 公斤） 

※預定賽程表:如附件一。 

五、參加辦法  

（一）戶籍規定：須符合中華民國 106年全國運動會競賽規程(以下簡稱競賽規程)第 5條 

                相關規定。  

（二）年齡規定  

1、散手選手須年滿 18 足歲，但未超過 35 足歲（民國 71 年 10 月 21 日以後出 

   生至民國 88 年 10 月 21 日以前出生者）。 

2、套路選手須年滿 12 足歲（ 94 年 10 月 21 日以前出生），未滿 18 歲之選手， 

   應取得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之同意。  

（三）註冊人數  

1、每單位最多可註冊套路男、女選手共 7 人；散手男選手 4 人、女選手 2 人參 

   加所有項目。  

2、依照亞洲武術聯合會（WFA）規定，所有套路選手只能參加 1 個項目。  

3、套路比賽同 1 項目，每隊最多可派 2 名選手；惟散手比賽每 1 量級只能派 1 

   位選手。  

六、註冊：由各縣市政府依據競賽規程第 7 條規定辦理。  

七、比賽辦法  

（一）比賽規則  

1、採用國際武術聯合會通過之最新套路規則。  

2、採用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最新修訂出版之規則（以全運會公報公告之版本為主）； 

  規則中如有未盡事宜，則以審判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。  

3、採用最新版武術套路規則中，第 2 章第 19 條規定─難度申報規定辦理，請至 

   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網站下載及在規定時間內（比賽日前 1 個月內）提交申報  

   表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 

（二）比賽制度：散手採單淘汰制。 

（三）比賽規定  

1、選手應於出賽前 30 分鐘接受檢錄抽籤，準備出場競賽。  

2、套路選手須穿著武術表演服並自備兵器。  

3、散手選手須穿著背心上衣、短褲及大會準備之裝備，並自備護具。  

八、器材設備  

（一）所有競賽場地的器材與設備均須符合國際武術競賽規則的規定。  



（二）選手必須穿戴大會規定的拳套、護頭、護胸、赤腳；穿著與比賽護具相同顏色之背 

心和短褲；選手須自備符合國際武術競賽規則規定之兵器、護具（含護齒、護 襠）， 

護襠必須穿在短褲內。  

九、醫務管制  

（一）運動禁藥檢測：依據競賽規程第 13 條之規定辦理。  

（二）性別檢查：必要時在全國運動會期間得進行性別檢查。  

參、管理資訊  

一、競賽管理：在全國運動會籌備會指導下，由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負責武術競賽各項技 

術工作。 

二、技術人員  

（一）裁判人員：裁判長由全國運動會籌備會與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會商聘請，裁判員 

                由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就各縣市具國家級裁判資格者中推薦，由籌備 

                會聘任。  

（二）審判委員：審判委員共 5 人，召集人由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遴派，委員由全國運 

                動會籌備會與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會商聘請，其中必須包括承辦單位 

                至少 1 人。  

三、申訴：所有申訴案件依據競賽規程第 10 條規定辦理。  

四、獎勵  

（一）依據競賽規程第 9 條之規定辦理。  

（二）決賽後立即頒獎，接受頒獎者必須穿著該縣市代表隊制服。  

肆、會議 

一、技術會議：訂於 106 年 10 月 21 日（星期六）下午 2 時整，在國立羅東高級商業 

              職業學校（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四段 360號）舉行。 (每隊限領隊、教練 

              或管理，最多 2人參加。) 

二、裁判會議：訂於 106 年 10 月 21 日（星期六）下午 3 時整，在國立羅東高級商業 

              職業學校（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四段 360號）舉行。 

伍、核准日期、文號：教育部 106年 4月 19日臺教授體字第 1060011002 號函核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一 

中華民國 106年全國運動會武術預定賽程表 

日 期 時 間 比賽項目 

10月 22日 

(星期日) 

08：30～09：30 

散手/過磅/抽籤  

（女子52公斤級、60公斤級） 

（男子56公斤級、60公斤級、65公斤級、  

70公斤級、75 公斤級）  

09：30～12：00 

散手比賽（女子52公斤級、60公斤級）  

（男子56公斤級、60公斤級、65公斤級、70

公斤級、75公斤級）  

套路（各縣市賽前練習）  

13：30～16：30 

散手比賽（女子52公斤級、60公斤級） 

（男子56公斤級、60公斤級、65公斤級、70

公斤級、75公斤級）  

套路（各縣市賽前練習）  

10月 23日 

(星期一) 

08：30～09：30 

散手過磅（女子52公斤級、60公斤級）  

（男子56公斤級、60公斤級、65公斤級、70

公斤級、75公斤級）  

套路抽籤(男子長拳、女子長拳、男子南拳、

男子太極拳，女子太極拳）  

09：30～12：00 

散手比賽（女子52公斤級、60公斤級）  

（男子 56公斤級、60公斤級、65公斤級、

70公斤級、75 公斤級）  

套路比賽（男子長拳、女子長拳、男子南拳）  

13：30～16：30 

散手比賽（女子52公斤級、60公斤級）  

（男子 56公斤級、60公斤級、65公斤級、

70公斤級、75 公斤級）  

套路比賽（男子太極拳，女子太極拳）  

頒獎 (男子長拳、女子長拳)  

10月 24日 

(星期二) 

08：30～09：30 

散手過磅（女子52公斤級、60公斤級）  

（男子56公斤級、60公斤級、65公斤級、70

公斤級、75公斤級）  

套路抽籤（男子刀術、女子劍術、女子南刀、

男子太極劍、女子太極劍）  

09：30～12：00 

散手比賽（女子52公斤級、60公斤級）  

（男子 56公斤級、60公斤級、65公斤級、

70公斤級、75 公斤級） 

套路比賽（男子太極劍、女子太極劍） 

13：30～16：30 
散手比賽（女子52公斤級、60公斤級）  

（男子 56公斤級、60公斤級、65公斤級、



70公斤級、75 公斤級）  

套路比賽（男子刀術、女子劍術、女子南刀）  

頒獎 (男子太極拳/劍全能、女子太極拳/劍

全能)  

10月 25日 

(星期三) 

08：30～09：30 

散手過磅（女子52公斤級、60公斤級）  

（男子56公斤級、60公斤級、65公斤級、70

公斤級、75公斤級）  

套路抽籤（男子棍術、女子槍術、男子南棍、

女子南拳）  

09：30～12：00 

散手比賽（女子52公斤級、60公斤級）  

（男子 56公斤級、60公斤級、65公斤級、

70公斤級、75 公斤級）  

套路比賽（男子南棍、女子南拳、男子棍術、

女子槍術）  

頒獎(男子南拳/南棍全能、棍術/刀術全能、

女子槍術/劍術全能、南拳/南刀全能)  

(散手各級男子/女子)  

 


